
项俊波：保险业面对

政策大利好要苦练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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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搬家

7月货币基金吸金160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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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汇丰制造业PMI初值

创3个月新低

日本拟推万亿日元刺激

应对经济下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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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板块连涨9周过半公司仍破净

钢铁板块是

A

股过去

6

年以来破净率最高、最先全面破净的板块。 尽管自

6

月以来，钢铁股已经连续

9

周上涨，但仍有鞍钢股份、河北钢铁、马钢股

份、武钢股份等

17

只个股处于破净状态。

A13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土地出让金审计须一查到底

证券时报记者 靳书阳

据媒体报道，从

8

月中旬开始，国

家审计署对过去

6

年地方土地出让收

支、土地征收、土地执法等情况进行审

计。 其中，

2008

年至

2013

年

6

年间，

地方政府总计约

15

万亿元的土地出

让金将成为审计重点。

新一届政府掀起的反腐风暴，终于

刮到了土地出让领域。而这一领域的腐

败，是造成过去数年强拆不断、房价暴

涨的原因之一，着实需要一查到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

曾经多次去地方调研， 他评价道，“招

拍挂制度下，卖地多少是清楚的，但如

果问卖地的钱去哪儿了， 很多地方不

愿告诉你”。

1994

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之后，土

地出让收入成为弥补财政亏空的重要

来源。尤其是自

2004

年全国土地开始

普遍实行“招拍挂”制度以来，土地出

让收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水

涨船高。 据国土部的统计，

2004

年全

国土地出让金高达

5894

亿元。

2013

年，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创历史新

高，达到

4.1

万亿元。

不过， 土地出让金的使用问题一

直是笔糊涂账。根据审计署

2010

年披

露的 《

40

个市地州

56

个县区市土地专

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及土地征收出让情

况审计调查结果》， 共有

11

个市的

674.81

亿元土地出让收入管理不规范，

未按规定纳入基金预算管理， 占征收总

额的

20.1%

。

11

个市改变土地出让收入

用途

56.91

亿元， 部分用于弥补部门经

费、楼堂馆所建设等。

因为相当部分土地收入被用作非公

共建设领域， 在公共建设投入刚性化的

前提下， 用于拆迁补偿的费用必然会大

幅减少。 而

2008

年推出四万亿刺激政

策，造成了流动性泛滥的局面，房价快速

上涨， 拆迁群众的不满心理更容易被激

化。过去几年，土地补偿问题导致的群体

性事件屡见不鲜，威胁社会稳定。

此外， 由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

入的依赖愈发严重， 一旦房地产市场下

行，地方政府收入减少，必将放松调控政

策。如此反复，房地产开发商的拿地价格

逐级提高， 而增加的成本最终要购房者

承担，即体现为房价的暴涨。

新一届政府在反腐领域的最大特点

之一， 就是改变了以往官员退休即等同

于进入免责“保险箱”的怪圈。 而暗箱操

作明显， 违法违纪行为屡见不鲜的土地

出让领域，着实需要彻底清查。

只有把老账算清楚，才能厘清功过，

轻装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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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鞋服产业调查：洗牌还将继续

福建泉州近期接连出现部分企业因资金链问题导致老板“失联”事件。这些企业出现困难的原因何在？老板失联是否会对行业造成连锁反应？证

券时报记者近日对这些鞋服企业进行了实地探访。

A10

沪港“通车” 逼近

两市场差异考验券商应变力

A6

电视剧上半年播出量下滑

新政或掀影视公司上市潮

A9

股转系统43家公司首尝做市转让

首批做市商多是通过定增和协议转让的方式获取库存股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

商制度下周一即将启动，首批将有

43

家挂牌公司采取做市转让方式， 涉及

42

家做市商。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首批做市商

多是通过定增和协议转让的方式获取

库存股。 一些准备比较早的企业在

7

月底

8

月初就专门向券商制定了定向

增发的议案， 而着手较晚的企业则采

用了协议转让这一满足库存股按期到

账的最快方式进行了股份转让。

据悉， 首批申请采取做市转让方

式的挂牌公司在规模、质量、财务状况

等方面总体较好。

43

家挂牌公司

2013

年平均总资产

2.32

亿元，较挂牌公司

均值高出

47.8%

；平均净资产

1.16

亿

元，较挂牌公司均值高出

92%

；平均

净利润

2034.23

万元， 较挂牌公司均

值高出

154%

。

其中资产规模最大的为中海阳，

总资产达

17.91

亿元， 净资产达

6.74

亿元。据中海阳董秘赵萌介绍，包括主

办券商申银万国在内的

5

家证券机构

将作为中海阳的首批做市商。 赵萌指

出，做市业务的推出，有利于激发中海

阳在股转系统二级市场交易的活跃

度， 无论是股东的良性退出还是投资

机构新鲜血液的进驻， 都有利于企业

的发展。

同时，需强调的是，主办券商未必

都是做市商，德鑫物联就是代表之一。

其主办券商国信证券并未参与首轮的

做市转让，国信证券场外市场部总经理

鲁先德表示“全因时间问题”。而这是符

合规定的。 按照规定，申请变更为做市

转让方式需要有两家以上做市商，并未

强调主办券商必须为其做市商。

据了解， 首批参与做市的挂牌公

司做市商数量平均为

2.6

家。做市商数

量最多的中海阳， 有

5

家券商为其做

市转让股份。 首批参与做市的

42

家做

市商平均做市股票数量为

2.6

只，上海

证券、东方证券和申银万国排名靠前，

做市股票分别达

9

只、

7

只和

7

只。

选几家券商当做市商、 确定哪家

券商入选做市商队伍， 是做市转让前

挂牌企业和主办券商商议的重点之

一，其中，库存股价格是筛选做市商过

程中的核心因素。

联飞翔是一家致力于新材料技术

及其衍生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业

务的公司。公司董秘崔正朔指出，确定

做市商是个系统工程，参考因素多样，

如是否为多年的合作伙伴、 券商资金

池是否与企业规模相匹配、 券商规范

程度， 以及最核心的———库存股价格的

商议情况。

一般而言， 库存股的价格主要取决

于公司现有业绩以及拟做市商对未来企

业成长趋势的预期。

“券商风险控制能力强， 做市转让

后，市场如何回应仍为未知数，所以券商

在首轮库存股价格的竞价中都会有意压

低价格，以避免日后风险。 ”一家大型券

商的场外市场负责人指出。

据悉，首批做市的挂牌企业，大部分

都有库存股价格打折出让的情况， 同时，

为了严控风险，部分股本较大的企业在首

轮做市中仅出让了不到两百万的股份。

值得关注的是， 首批参与做市的挂

牌企业中彩讯科技和金泰得

2013

年度

净利润为负，业内人士分析，这反映了股

转系统正在形成有别于交易所市场的全

新市场估值方式和投资选股方式。

国产手机“四大家族”

整体业绩趋好

A12

资金面再临IPO考验

央行尚无放松迹象

A13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沪揭牌

8月 21 日，由全国工商联牵头组织、59 家知名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揭牌。 据介绍，中民投的经营范围主要为股权投

资、股权投资管理、商务咨询、财务咨询、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等。（更多报道见A5版） 新华社/图文


